
珠江时报讯（记者/方婷 通
讯员/孔燕翔 陈征贤）近日，禅城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在全
区范围内开展城市照明设施用
电安全检查，为欢度国庆保驾护
航，为广大市民工作生活提供安
全照明。

在中山公园牌坊附近，王师
傅正在检查照明设施。他将接地
电阻表摆放在灯杆旁的地上，打
下接地棒，将接地电阻表的红、黄
测量线连接在接地棒上，然后打

开灯杆检查门，将接地电阻表的
公共端引线接到灯杆接地螺丝
上，并转动测试仪转柄，旋动“倍
率旋钮”及“测量标度盘”至指针
指于中心线，显示出接地电阻值
为3.2欧姆。“低于4欧姆，灯杆接
地电阻合格。”王师傅又完成一项
合格检测，很开心。

王师傅介绍，这项工作主要
是检查灯杆的接地电阻值是否达
到相关行业标准，是否起到防触
电事故发生的作用。

禅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城市照明科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加强城市照明行业安全生产监
督、检查，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
保障欢度国庆的照明用电安全环
境，该局聘请第三方专业检测单
位对禅城区内城市照明设施开展
安全大检查。该项检查为期15
天，将于国庆节前全部完成。

据介绍，本次检查以抽查的
方式进行。检查范围包括抽查区
管的祖庙、张槎、石湾三个片区路

灯标段、两个亮化标段及变压器
标段；抽查南庄镇、石湾镇街道管
养的路灯；以及抽查地铁施工路
段、区交通局管理的路灯及线路
等。

检查内容包括灯杆内线路接
头连接是否牢固，绝缘包扎是否
规范，有无严重老化、腐蚀、绝缘
层损伤现象，有无裸露通电部位
触碰灯杆内壁情况；熔断器或空
气开关是否装接在相线上；接地
线连接灯杆是否牢固可靠，灯杆

接地电阻值是否符合国家行业标
准；灯杆及灯杆附近地面无带电
现象等。

上述负责人表示，检查过程
中将对路灯的配电箱、线路、灯
杆、灯具等城市照明设施进行隐
患排查，对各区域存在的安全漏
洞进行一一登记，并督促各责任
单位进行整改。同时，总结归纳
检查中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参考
行业标准，结合实际情况，拟出提
高用电安全措施的建议。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雪莹 通
讯员/钟路尧摄影报道）男篮世界杯
佛山赛区比赛于8月31日至9月8
日举行。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积极做好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实现
赛事期间食品安全零事故。

为做好这次国际赛事餐饮食
品安全保障工作，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成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
领导小组，制定活动保障方案和
应急预案，赛事期间安排工作人
员24小时轮值。据统计，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联合镇街分局共出动
执法人次137人次，食品快检车
56车次，共快检493批次食品原
材料。

联合执法突击检查
赛前，针对负责赛事餐饮服

务的酒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
属地镇街分局联合执法，进行突
击检查。

此次赛事供餐单位200米范

围内及禅城著名景点周边零售商
店及餐饮单位，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各属地镇街分局进行集中整
治、网格化管理。共出动巡查人
员45人次，车辆30辆次，检查定
点餐饮服务单位70余户次，零售
商店90余户次，下达责令整改通
知30余份，发现问题的全部当场
责令整改，净化供餐单位及禅城
区著名景点周边食品安全环境。

同时，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还约谈美团、饿了么网络
订餐公司相关负责人，全力保障
男篮世界杯赛事期间食品安全。

此外，赛前，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领导小
组负责人还与供餐单位负责人签
订《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责任承诺书》，强化企业第一责任
人意识，把好餐饮环节食品安全
这道“防火墙”。

全天轮值驻守供餐酒店
赛事期间，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驻守供餐
酒店，实行全程驻点监督。为确
保各定点接待单位提供的食品安
全可靠，严把食材原料质量关，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运动员及裁判
入住的供餐酒店，分别配备1辆快

检车，对酒店提供的食材进行快
速检测。

同时，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
作人员还每天对操作间、面点间、
洗消间等各环节对比餐饮服务规
范要求，进行全覆盖检查，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并认真细致做好

工作日志和记录，确保全过程、不
间断、无缝隙监管。

赛事期间，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圆满完成78次大规模集体就
餐，就餐总人数高达26000余人
次的驻点监督工作。

此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事

先制定的应急预案，通过增加驻
点人员及班次、安排配送公司的
保温车运输外卖，保障食品中心
温度，紧急与酒店方协商标明含
乳糖食品等方式，解决一个又一
个突发事件，确保应急处置及时、
有力、有序、有效。

22名律师轮流值班
提供免费法援服务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汉坤 通讯
员/梁成）昨日，记者从禅城区司法局
获悉，禅城区法律援助购买服务签约
仪式于前日举行，9家入围的律师所
签下14个法律援助值班岗位，合计将
派出22名律师轮流值班，为符合条件
的市民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服务。

据了解，为做好今年的法律援
助购买服务工作，禅城区司法局及
禅城区法援处先后到各镇街综治维
稳中心和人社局、区法院、区检察
院、区公安看守所等单位深入调研，
了解法律援助的作用发挥情况，听
取驻点单位的意见建议。随后，根
据8个驻点单位的不同需求，确定了
14个法援工作岗位，采用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采取“3+1”“2+1”“1+1”3种
律师值班人员配置模式，建立法律援
助购买服务以岗定人轮值制度。此
外，各岗位值班律师必须具有三年以
上执业经验，或具有一年以上法律援
助值班工作经验。

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区法援购买服务实行以岗定人配
置制度，即前面的“3”“2”“1”为每天
安排的固定值班律师，后面的“1”为
备值律师，当出现空缺时，可由备值
律师顶上，避免出现无人值班的现
象，确保每天每个岗位都有律师轮
值，更好地为符合条件的市民提供
法援服务。

经过区属律师所报名、区司法
局评估小组与报名律师所面谈、综
合评估打分等环节，最后确定了9家
入围的律师所。在9月10日举行的
签约仪式上，区法援处宣布了购买
服务的入围律师所名单及其法援驻
点安排，并与入围律师所一一签订
开展法律援助合作协议。

禅城区司法局局长贾祖兵指
出，律师是法治力量的重要源泉，希
望入围的律师所在今后做好法律援
助、营造法治环境、参与法治政府建
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禅城区司法局副局长彭朝霞强
调，要自觉提升法律援助的服务能
力水平，确保服务质量，打通法律援
助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区
法律援助处履行好管理和指导职
责，严格按照规范化建设要求落实
好窗口值班及指派服务，各值班站
点要提高办案质量。此外，区法律
援助处要加强与驻点单位、律师所
的沟通交流，建立完善信息沟通渠
道，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共
同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禅城开展城市照明设施用电安全检查

排查安全隐患确保灯亮路明

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男篮世界杯佛山赛区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实现赛事期间食品安全零事故

提案质量是她履职尽责的生命线
区政协委员何锦英结合环保本职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去年被评为优秀履职委员

委员档案

献策

姓名：何锦英

职务：禅城区政协委员、佛山市生态环境局禅城分局总

工程师

履职感言：要拿出能够真正反映群众呼声的提案，提出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建议。

声音：工地扬尘污染是禅城区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落实好工地扬尘的防控，对于改善空气质量十分重要。

最近，何锦英正忙碌起来，她不仅梳理总结了自己三年来的履职经历，还在不断地思考酝酿明年的提案。

自2016年成为禅城区政协委员后，何锦英便把委员履职工作渗透在自己环保本职工作的方方面面。任

何时间、地点搜集的信息，都有可能成为她的提案的一部分。

在她看来，提案质量就是她履职尽责的生命线，要拿出能够真正反映群众呼声、有质量的提案，提出能解决

实际问题的建议，才能无愧这个身份。

在环保部门工作20多年，“环保”的
理念早已根植于何锦英心中。2016年
底，成为禅城区政协委员后，何锦英充
分结合自己的环保本职工作，积极建言
献策。

2017年初，禅城“两会”召开，这是
何锦英成为政协委员后面临的第一次

“考验”。令人欣喜的是，虽然时间紧迫，
何锦英还是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新
人答卷”：提交了两份提案。

其中，就有一份是关于改善禅城区
大气环境质量的建议。“据监测和研究，
机动车尾气是禅城区二氧化氮的主要来
源。机动车尾气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一
方面是单位面积的机动车保有量大；另
一方面交通拥堵，也加剧了尾气的排放
与影响。”在环保部门工作多年，何锦英
对全区空气质量情况有较全面的认知和
研究，并选择了“降低机动车尾气对大气
环境的影响”作为提案的切入点，谈意见
和建议。

优化交通信号设置、增设潮汐车道、优
化公交车线路与班次……在两年后的今日
来看，该份提案提出的建议，不少都已落
地，成为城市特色或市民福利。

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
及到方方面面，与市民工作生活息息相
关。2018年、2019年，何锦英又持续提
交多份与改善大气质量相关的提案。如
提案《关于试点学生上学放学定制公交
服务等措施进一步优化交通环境的建
议》，从减压、提速两大方面提出了学生
上学放学的定制交通服务、优化使用公

交专用道、增设左转弯待转区等建议。
提案《关于加强在校学生环保活动，提升
青少年环境保护意识的建议》，则提出强
化环保认识教育，把环保教育渗透在活
动中等建议，旨在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
动一个家庭，从而提升全社会环保意识。

除了致力推动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何锦英还十分关注河涌整治、村级工业
园整治提升等方面工作。最近她正思
考酝酿明年禅城“两会”的提案，“打算联
合其他政协委员，深入调研了解小微企
业的诉求，形成初稿后，再和有关部门座
谈，全面了解全区针对小微企业的政务
服务政策及措施，最终形成提案。”

三年履职经历，让何锦英也更加清
楚明白，作为政协委员，最重要的职责和
使命是什么。“拿出能够真正反映群众呼
声、有质量的提案，提出能解决实际问题
的建议。”在她看来，提案质量就是她履
职尽责的生命线。

“这是我时时在想，时时在做的事情。”
何锦英说，政协委员的履职工作渗透在自
己工作的方方面面，任何时间、地点搜集的
信息，都有可能成为她的提案的一部分。

“平常外出，看到有什么，都会习惯性拍下
来，和周边市民朋友聊聊，上网搜集其他地
区经验，作为素材积累。”

何锦英积极参政议政的态度得到
了禅城区政协的肯定，并被评为2018
年度“优秀履职委员”，《关于试点学生
上学放学定制公交服务等措施进一步优
化交通环境的建议》也被评为2018年度
优秀提案。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
集聚，作为中心城区的禅城，

“城市病”逐渐显现。扬尘污染
是禅城区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
之一，而建筑工地扬尘又是扬
尘污染的主因。据统计，目前
禅城区约有110个房屋建筑工
地。

监管工地扬尘污染，对于
改善空气质量十分重要。何
锦英建议，建立扬尘管制标准，
执法联动倒逼整治。“可参考国
内外先进城市对建筑工程实
行分级管理，由行业行政主管
部门建立健全建造工程扬尘污
染防控制度，明确违规即罚，使
防尘措施成为建造行业的基本
操作和标准规范。”在何锦英看
来，由于工地扬尘整治工作涉
及多部门，应打通各部门信息
壁垒，实现信息共享。并建立
扬尘整治问责制，明确各部门
的具体职责，统一整治内容和
整治要求，强化部门执法的全
流程联动、协作，倒逼建筑行
业遵章守法。

其次，完善监督奖惩机制，
构建行业诚信体系。何锦英建

议，一方面，借助各级平台，充
分发挥监督考核协调作用，细
化责任、层层落实，实现对人、
事、物的高效管理，建立严格的
督查考核和奖惩机制，督促建
筑行业的自我约束。另一方
面，构建扬尘治理领域的诚信
体系，将涉及工程、企业、单位
等的信用情况纳入诚信档案和
社会信用信息系统，健全约束
和惩戒失信行为机制，对违规
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增加
违规成本，加大建筑行业的约
束和惩戒力度。

同时，针对压实各工地的
扬尘防控主体责任方面，何锦
英建议，建立工作机制将扬尘
防控理念和知识层层传导并抓
好落实，定期对一线施工人员
进行相应培训和监督考核。

此外，还要发动群众参与
监管，推行社会舆论监督。“可
邀请社会热心人士担任施工扬
尘整治义务监管员，对施工工
地进行监督。”何锦英建议，要
利用好各种媒体平台，对违规
制尘的工地项目、相关责任单
位、处罚情况进行曝光公示。

完善监督奖惩机制构建行业诚信体系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颜梅通讯员刘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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